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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論文題目 作者 

PB-001 營養知識、飲食行為與自覺健康狀態之相關性 
許嘉玲、簡晴晏、洪雩榛、陳

郁純、林宜柏 

PB-002 
不同瘻管穿刺技術對血液透析病人血管通路

存活、疼痛是否有影響？ 
陳佩卿、陳佩英、郭素青 

PB-003 
探討遠紅外線治療對血液透析病患之動靜脈

瘻管成熟及通暢率的成效 
楊蕎卉、陳佩英 

PB-004 

Impact of Compensation System on Job 

Satisfaction - Equity Theory as an 

example 

Yen , Ju-Yu ; Liu, Wan Chen; 

Yang,Ting-Chi ; Hsu Chu -Hsi; 

Hsu Juilien 

PB-005 
運用自我效能理論於首次接受腹膜透析經歷

重複植管病人之照護經驗 
陳佩卿、 陳佩英、郭素青 

PB-006 海灘活動對於大學生健康促進的定性研究 陳群育、葉錦霞、徐保鵬 

PB-007 
馬告果實精油抑制食品中致病性黴菌活性及

其儲存安定性之研究 

張翠婷、別玟倩、池宜霏、張

宜煌、詹鴻得 

PB-008 
Scree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phenol 

Oxidase from Thermostable Strains 

Xin-Hong Li, Tzann-Shun 

Hwang, Hsiang Chang, Szu-Pei 

Wu 

PB-009 
利用取代結合技術決定 β-環糊精與吡格列酮

之結合常數 

謝緯賢、王詩婷、彭政幃、陳

劭芹 

PB-010 
協調健腦操合併數位認知訓練對社區長者之

效益 
林淑惠、謝淑玲 

PB-011 
The effect of the enzyme treatment on the 

phenolic content of purple corn 

Min-Sheng Su, Min-Jer Lu and 

Hui-Hsin Ch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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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B-012 
在MRI檢查中利用WARP技術改善病人體內金屬

所造成的假影 

梁家溱、魏毓芬、張淋鈞、

魏琇如、徐嘉偉 

PB-013 
某區域教學醫院精神科住院病患使用高血脂藥物

之合理性評估 
吳宥蓉 

PB-014 市售即食、熟食食品之衛生安全調查 
梁華城、蘇仲彥、謝玉蓮、

林仲聖 

PB-015 菊軒亭學生實習餐廳課程應用 CPS之成效 徐珠璽、楊婷棋 

PB-016 
以蛋白質結構為基礎對肺炎克雷伯桿菌外排泵浦

蛋白進行抑制劑篩選 

吳鉅鴻、林容瑜、黃雅琳、

鍾瑩潔、劉家欣 

PB-017 
探討使用非藥物治療降低加護病房病人譫妄發生

之成效 
沈永芳、廖幼媫 

PB-018 
Inhibitory capacities of rosemary phytochemicals on 

the canonical IL-1β secretion 

Jun-Hui Zhu, Tai-Ti Liu, 

Hui-Hsin Chen, Min-Jer Lu, 

Su-Chen Ho 

PB-019 

Frac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

responsible for incense PM2.5 particles-induced 

oxidative stress and pro-inflammatory response 

Tzu-Ting Yang , Yu-Chen 

Liu and Su-Chen Ho 

PB-020 酵素處理的白芍對體外消化酵素活性的影響 
陳惠欣、蘇敏昇、曾欽耀、

何素珍、盧明傑 

PB-021 一位以快速失智症狀表現之庫賈氏病例報告 楊慧淇 

PB-022 超慢跑對大學生體適能及睡眠品質之影響 
葉清華、鄭宗麒、唐偉呈、

古芯平、羅彥妃 

PB-023 
主力眼與輔助眼視力差異與用眼習慣之相關性探

討-實證研究 
林惠美、林淑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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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B-024 
腦性麻痺特殊眼鏡改良研發-以發明問題解

決理論為架構 
簡秀如、林淑芳 

PB-025 大腸桿菌生長之循環伏安圖研究 
吳宛鵑、詹鴻得、張谷昇、張宜

煌 

PB-026 春夏季省產剩餘水果材料試製水果酒之評估 
王人軒、王瑋寬、黃維弘、藍儒

彬、劉建功 

PB-027 秋冬季剩餘水果與次級品製酒之可行性評估 
王人軒、王瑋寬、黃維弘、藍儒

彬、劉建功 

PB-028 延長未添加防腐劑的手工麵線之保存期限 
王人軒、王瑋寬、黃維弘、藍儒

彬、劉建功 

PB-029 結構修飾之酪蛋白酸鈉的理化性質研究 
何咨穎、方雨軒、劉黛蒂、何素

珍、楊宗熙 

PB-030 
山胡椒揮發性化合物抑制酪氨酸酶活性之研

究 

鄭詠心、何咨穎、劉黛蒂、陳惠

欣、楊宗熙 

PB-031 
應用品質管理架構檢視配鏡流程提升顧客滿

意度 
吳昆府、林淑芳 

PB-032 
健康管理：老人飲食攝取、吞嚥狀態及營養

評估之相關性研究 
李民賢、張育輔 

PB-033 
物理治療介入護理之家病患平衡表現之成效

─個案報告 

陳英如、劉羿伶、彭心華、余惠

如、曾紀萍 

PB-034 
大專校院學生咖啡消費習慣與點心搭配相關

飲食行為之初探 

蘇敏昇、盧明傑、何素珍、劉黛

蒂、陳惠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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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B-035 
建立及導入 HACCP資訊系統-以 H.Y.Y食品

廠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
池宜霏、詹鴻得、張宜煌 

PB-036 
某科學園區週界大氣揮發性有機物及異味陳

情趨勢分析 
簡仲廷、林育旨 

PB-037 
老柚茶不同沖泡法的多酚種類與含量比較研

究 

許瑋玲、楊哲宇、黃耀輝、陳美

惠、徐治平 

PB-038 
新穎性共培海木耳紅藻原料於粧品應用之安

全性與功效性研究 

王美智、余惟琳、安鳳鳴、楊勝

傑、張惟舜 

PB-039 一種簡易檢測亞硝酸鹽的方法 方茂青 

PB-040 
照護一位長期臥床的植物人罹患肺炎之護理

經驗 
李姿穎 

PB-041 
照護一位退化性關節炎行全膝關節置換術後

病患之護理經驗 
沈家宇 

PB-042 
都會區室內空氣品質現況-以新竹某辦公大

樓為例 
張晏蓉、林育旨 

PB-043 水力旋流器在廢水處理中之應用 
姚舜平、吳南明、陳文欽、賈名

生 

PB-044 
厝邊好醫院，社區好醫師~談家庭醫師照護計

畫介入成效經驗分享 
莊淵年、曾秋夢、李俊卿 

PB-045 不同偵測儀器對油氣逸散測量探討 劉榮罡、李宏鎧、張宗良 

PB-046 樂必寧膠囊之處方開發 陳宗廷、曹宇皓、陳怜均 

PB-047 雙氯芬酸鈉錠劑之處方開發 盧正遠、溫邦宇、陳怜均 

PB-048 
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因應 COVID-19疫情經驗

分享 
黃宗良、黃美鑾、郭漢岳 

 


